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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 20,160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股，派发现金红利 0.4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475,2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通股份 60322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业 -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河抱

村烟威路东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物流园 

- 

电话 0535-3453777 - 

电子信箱 htgf@lkhengtong.com -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1、LNG 等燃气业务 

公司从事的 LNG 等燃气业务包括 LNG 的贸易与物流、LNG 加气站的建设和运营、LPG 的分销零售

等。 



（1）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恒能源（中国石化参股 27%）从事 LNG 的贸易与物流业务。该业务的经

营模式为：从上游的海外进口接收站或液化工厂采购 LNG，经物流运输向客户销售。 

（2）公司全资子公司恒福绿洲从事 LNG 加气站的建设和运营、LPG 分销零售业务。该业务的经营

模式为：从上游的贸易商处采购 LNG，通过自建 LNG 加气站为车辆充装 LNG 并销售；从上游的贸

易商处采购 LPG，以自提或送货等形式向周边客户销售。  

2、传统物流业务 

公司从事的传统物流业务是通过自有车辆或外包车辆，为客户提供公路整车物流运输服务。公司

承运的货种包括原油、液碱等危险化学品；公司自有车辆按照能源使用类型可以划分为柴油重卡

和天然气重卡。 

3、互联网+车联网+物流业务 

该业务系公司在从事传统物流业务的基础上，顺应货源运力匹配需求和安全运营管理需求，将互

联网相关技术与物流业务结合而产生。 

公司控股子公司一点科技主要从事无车承运人信息化平台的开发和运营。该业务的经营模式为：

一方面为货主单位提供运力服务，另一方面为运力单位提供货运订单。在此过程中，一点科技分

别与货主单位和运力单位签订物流服务合同，约定运价、结算运费、承担相应物流责任。 

公司子公司云通智安依托车联网、ADAS 等技术，专注于车辆安全驾驶与智慧交通的研究与推广。

云通智安通过为“两客一危”车辆安装智能设备，为车主单位或政府搭建后台安全管理平台，为

物流企业提供了安全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最终降低运行车辆潜在事故率，减少事故损失。云通

智安的经营模式包括直接向物流企业销售、引入保险公司合作等多种形式。 

4、其他主营业务 

公司其他主营业务系围绕传统物流业务配套展开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1）仓储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恒仓储依托龙口港区为在港货物提供储存、装卸等服务。 

（2）驾校培训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通驾培系面向社会学员，进行包括 A1,A2,B2,C1 等级别驾驶执照的学习培训。 

（3）吊装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通吊装为客户提供风电设备、机械设备等装备的专业吊装服务。 

（4）汽车租赁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通租赁向客户提供各类型轿车、客车的经营性租赁专业服务。 



（二）公司主要业务所在行业情况说明 

1、天然气能源行业 

公司从事的 LNG 等燃气业务从属于天然气能源行业。天然气能源行业基本情况如下： 

（1）天然气能源作为基础性能源，处于快速发展期 

① 政策大力支持天然气能源发展 

2016 年 12 月，发改委发布《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2020 年我国能源发展中，天然气的产

量达到 2,200 亿立方米，天然气消费占比提高到 10%。2017 年 1 月，发改委推出《天然气发展十

三五规划》，对《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天然气的发展做出了细致规划。 

② 环境保护需要发展天然气能源 

2017 年 3 月，国家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该方案实施

范围覆盖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和河南省的 26 个地级市（简称“2+26 城市”）。

方案以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重点，多措并举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全面降低区域污染排放负荷。 

③ 我国天然气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 

由于天然气能源的大力推广和应用，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但同时，由于国内天然气供给

受限于勘探和开采的技术和投入，增速无法相应匹配。2018 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约为 45%，

较 2017 年的 40%继续增长。2018 年我国进口 9,039 万吨天然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气进

口大国。 

2018 年天然气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约 8%（较前一年增加约 1 个百分点，煤炭消费首次降至 60%

以下）。根据国产和进口天然气现有状态，若要至 2020 年天然气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达到 10%，

那么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我国远期目标是到 2030 年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

所占比例达到 15%。 

（2）天然气行业的季节性特点 

我国冬季天然气需求由于北方采暖的原因会比夏季大幅增加，即天然气需求的峰谷差较大。在进

入采暖季后往往会出现天然气供应的缺口，天然气价格相应出现明显的提升。保障采暖时节天然

气的供应，对天然气上游供应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意义，更多的是民生的需要。为了应对采暖

时节的需求增长，上游企业通过建设储气库、提前采购配货、价格调节等形式调节峰谷差。但是

随着天然气能源消费规模的提升，需求峰谷差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价格波动始终是行业重要特点。 

（3）LNG 是天然气能源的重要补充 



① LNG 是天然气的液体形态 

LNG 是天然气在零下 273 摄氏度下的液体形态，LNG 经过气化就成为普通的天然气，因此两者作

为能源在主要性能方面差别不大。LNG 相对于常规天然气通过管道运输，其通过专用运输船或 LNG

槽车进行运输。因此，LNG 可以不受限于管道铺设的限制，更方便灵活的进行运输。 

② 我国 LNG 进口占天然气整体进口比例逐年提升 

我国天然气进口包括了通过管道进口和 LNG 接收站进口两种形式。其中，管道进口主要包括中亚

管线、中缅管线；LNG 接收站则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各个区域，上游气源则来自澳大利亚、卡

塔尔等多个 LNG 出口国。 

由于 LNG 的上游供应充足、LNG 接收站布局贴近我国东部主要天然气使用区域，LNG 进口占我国

天然气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根据壳牌公司发布的《2019 年 LNG 前景报告》，我国 2018 年进口天

然气中，管道天然气进口 3,661 万吨，同比增长 16%；液化天然气进口 5,378 万吨，同比增长 40%，

进口 LNG 是我国天然气的主要来源补充。 

（4）LNG 市场在整个天然气市场中具有独立性 

① 相对独立于天然气市场的 LNG 市场 

LNG 市场是专指以 LNG 作为交易产品的市场。这个市场由上游 LNG 接收站和 LNG 液化工厂、中游

LNG 贸易物流企业和下游 LNG 终端用户构成的市场。从上游来看，管道天然气市场的上游集中在

三桶油；LNG 市场的上游包括国内的液化工厂（其气源以三桶油为主）和以三桶油为主的海外 LNG

进口接收站。从市场终端客户来看，管道天然气的终端客户包括居民用户和非居民用户（工业、

商业用户）；LNG 的终端客户包括城市燃气公司、车用加气站、非居民用户。 

因此，从交易的商品、市场上下游的参与者等方面来看，LNG 市场与管道天然气市场存在差异。 

② LNG 市场区别于管道气市场的定价机制 

管道气的市场价格经过多次改革，目前是采用发改委制定各省的门站指导价格，并对管道输送的

运费水平作出约定；各个燃气公司采购管道天然气后，按照当地物价局的规定，向居民及非居民

用户按照规定差别定价销售。 

LNG 的销售价格基本遵从市场化定价，根据市场供给需求的因素确定价格。 

③ LNG 与管道天然气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 

两者的替代性体现在：LNG 销售的重要终端客户是工业用户，这也是城市燃气公司的主要客户。

工业用户可以比较 LNG 和管道天然气的到厂价格高低和保供性后自主选择。两者的互补性体现在：

城市燃气公司也是 LNG 的用户。 



2、物流运输行业 

公司从事的传统物流业务从属于公路物流行业，进而属于物流运输行业。物流运输行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公路物流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是物流运输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需求方面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对物流运输的需求稳步提升，而且快递、冷链等个

性化物流需求快速发展，都对公路物流带来了新的需求。 

从供给方面看，除了传统物流企业在行业内谋求发展，更多技术型的从事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的

公司进入到物流行业，旨在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3、互联网+车联网+物流业务 

（1）互联网+物流业务 

由于物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性地位，我国始终存在物流成本较高的问题。而问题的症

结在于国内物流行业整体上“零、散、小、弱”的市场格局，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2017 年 11 月，国家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17]1688 号）。一年多以来，无车承运人试点运行情况如下： 

① 促进了资源整合和集约发展。无车承运人利用移动互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整合了大量的货源

车源，并通过信息网络实现了零散运力、货源、站场等资源的集中调度和优化配置，逐步引导和

带动行业从“零、散、小、弱”向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方向发展。 

② 提升了物流运输的组织效率。无车承运试点企业通过线上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线下物流高效运

行，促进行业“降本增效”。 

③ 规范了物流运输的运营行为。试点企业通过严格承运人筛选标准、健全诚信考核档案、实施全

过程风险管理、完善保险赔付机制等手段，逐步建立起涵盖全链条、各环节及各要素的管理体系，

不仅有效规范了广大中小货运企业的运营行为，同时也提升了无车承运人自身的服务品质。 

（2）车联网+物流业务 

车联网根据应用类型可以分为交通安全、交通效率和信息服务。其中，交通安全应用包括前向紧

急呼叫、碰撞预警、对向超车、紧急制动预警等和驾驶安全相关应用；交通效率应用包括拥堵提

示、限速提示、ETC 等提升交通效率的应用；信息服务应用包括远程车辆诊断、维护保养等。 

在交通安全方面，依托 ADAS 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利用安装于车上各式各样的传感器，在第一时

间收集车内外的环境数据。其进行的静、动态物体辨识、侦测与追踪等技术处理，能够让驾驶者

在最短时间内察觉可能发生的危险，以引起注意和提高安全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671,880,744.92 1,263,826,491.80 32.29 896,485,084.30 

营业收入 6,042,686,405.08 4,092,144,779.10 47.67 2,166,179,145.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069,510.46 61,954,210.86 -24.03 58,199,942.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935,995.58 57,129,622.32 -75.61 50,789,909.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39,979,790.36 686,859,254.71 51.41 634,087,814.9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428,551.59 226,784,717.92 -105.48 104,140,576.3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37 -35.14 0.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37 -35.14 0.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78 9.41 减少4.63个百分

点 

9.5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85,922,188.16 1,279,574,724.35 1,581,816,969.60 2,095,372,52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769,837.89 17,132,134.74 14,127,023.12 -5,959,48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4,364,346.59 15,706,372.55 6,625,024.85 -22,759,74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48,083.82 -85,674,701.65 78,472,868.23 -478,634.35 

    公司 4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负，原因参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0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刘振东 16,399,996 57,399,987 28.47 0 质

押 

37,354,000 境内

自然

人 

于江水 5,008,160 17,528,561 8.69 0 质

押 

17,528,560 境内

自然

人 

山东一圈一带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山高－圈带私募

基金 

15,526,802 15,526,802 7.70 15,526,802 无   其他 

宋建波 4,462,760 15,003,661 7.44 0 无   其他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

公司 

3,000,039 10,500,136 5.21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红 10,309,798 10,309,798 5.11 10,309,798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杨文仕 3,881,700 3,881,700 1.93 3,881,7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881,700 3,881,700 1.93 3,881,7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刘国阳 620,308 2,171,077 1.0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健 620,308 2,171,077 1.0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宋建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4,268.64万元，同比增加 47.67%；2018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4,706.95 万元，较 2017 年下降 24.0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42.86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影响报表列示，不影响损益和所有者权益。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一）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地址 
注册资本 

(万元) 

实际出资额

（万元） 
业务性质 

持股比

例(%) 

龙口市恒通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口经济开发区河抱村烟

威路东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物流园 

500.00 500.00 
汽车销售、维修；

液氧液氮批发等 
100.00 

龙口市恒通起重吊

装有限公司 

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海

岱管理区 
300.00 300.00 吊装及租赁 100.00 



龙口市恒通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 

山东省龙口市海岱镇北

龙水路东牟黄路南 
3,000.00 3,000.00 驾驶员培训 100.00 

龙口市港恒仓储有

限公司 

山东省龙口市龙口开发

区环海路西 
3,200.00 3,200.00 仓储 100.00 

山东恒福绿洲新能

源有限公司 

山东省龙口市龙口开发

区海岱庙张 
8,500.00 8,500.00 液化天然气销售等 100.00 

龙口市恒通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外

向型加工区土城子村 
200.00 200.00 车辆租赁 100.00 

华恒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烟台龙口市龙港街

道烟潍公路路南 
10,600.00 7,738.00 

液化天然气及石油

气销售、运输等 
73.00 

山东省通港物流有

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口经济开发区河南路北 
1,000.00 650.00 

货物仓储、装卸、

船舶代理等 
65.00 

一点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口经济开发区河抱村烟

威路东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物流园 

5,000.00 3,000.00 

信息软件服务、信

息软件开发与销售

等 

64.00 

云通智安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港街道烟潍路南 
5,000.00 2,000.00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销售、信息系统软

硬件的开发销售等 

100.00 

山东优化物流有限

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

济开发区河南路北 264

省道东 

1,000.00 1,000.00 

物流代理、货物运

输、危险品运输、

仓储理货、机动车

维修等 

100.00 

上海恒通优化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999 弄 148 号 2 层 385 室 
500.00 350.00 

货物运输代理、代

理、仓储、装卸服

务等 

100.00 

北京恒通优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

街 5 号 31 幢 1 层 101 室 
500.00 500.00 

技术服务、材料销

售、代理、租赁服

务等 

100.00 

龙口市立得商务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口经济开发区土城子村 
10.00 1.00 

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物流代理服务 
100.00 

龙口市恒通农机服

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

口经济开发区河抱村烟

威路东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物流园 

1,000.00 1,000.00 

农机服务、农业技

术推广与转让、农

业机械的租赁及进

出口贸易 

100.00 

注：公司于 2018年 6月转让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 

 


